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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2012年以来，在中国证监会的领导下，在行业机构的大

力支持和共同努力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

法》等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章程赋予的自

律职能，协会围绕制定行业执业标准和业务规范，组织基金

从业人员从业考试、资质管理和业务培训开展了大量工作。 

一是有序组织基金从业资格考试，持续完善从业资格考

试体系，切实开展考试教材和大纲的编写修订、考务组织和

考生服务各项工作，保证考试公平、公正、科学有效。 

二是多层次开展从业人员注册登记管理，面向基金行业

不同类别机构、从事不同业务的人员实行多层次、差异化的

从业人员资格管理，对投资管理人员进行注册登记。 

三是多维度组织从业人员后续培训，定期征集培训需求，

广泛与金融监管部门、地方协会以及境内外各类知名机构合

作，重视培训流程管理和参培学员反馈收集，打造行业内沟

通交流的平台。 

基金行业是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行业，随着基金行业的

持续快速发展，从业人员队伍不断壮大，也使得行业机构开

展从业人员资格管理工作的难度不断提升。本着积极主动服

务广大行业机构和从业人员的精神，为了减少规则条文相对

碎片化对行业机构提升从业人员资格管理工作质量带来的

一些困难，我们编制了本使用手册，希望能够为读者概括性

地展示从业人员资格管理工作全貌，对提升基金行业人力资

源服务水平有所裨益。 



 

 

在使用手册的主要内容方面，共分为 5部分，分别为主

要部门规章及自律规则概览、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基金从业

人员资格管理、投资管理人员注册登记管理及基金从业人员

后续职业培训。 

在使用手册的编制体例方面，对于每部分内容，一是首

先明确了规则依据；二是简明介绍了业务流程和基本要求，

清晰展现整个业务链条；三是结合每部分主题，指向性地提

供具体操作指南的网络链接。 

关于基金行业从业人员资格管理工作的问题咨询和意

见反馈可以致电 021-61948893。今后我们将根据业务发展变

化，法律法规和自律规则的最新修订和发布情况，以及读者

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对本使用手册定期进行修改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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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主要规章及自律规则概览 
 

为便于查阅，本手册梳理了从业人员资格管理工作涉及

的主要规章、自律规则及相关工作通知，主要分为从业人员

资格管理与投资管理人员注册登记管理两部分，分别如表 1-

1、表 1-2所示，点击规则名称可直接跳转至下载网页，并就

所列规则涉及的相关内容进行了简要介绍。 

 

表 1-1  从业人员资格管理主要规章及自律规则等概览 

序号 文件全称 内容简介 

1 

《证券业从业人员

资格管理办法》（证

监会令第 14 号） 

该办法主要规定了证券从业人员（含基金从业人

员）的执业注册要求、基本流程及监督管理要求。 

2 

《基金从业资格考

试管理办法（试行）》

（中基协字〔2015〕

155号） 

该办法主要规定了组织基金从业资格考试的流程，

并对考试主办机构、考务机构以及考生的行为进行

规范。 

3 

《基金从业人员执

业行为自律准则》

（中基协发〔2014〕

26号） 

该准则主要规定了基金从业人员执业行为规范的

要求。 

4 

《基金经营机构及

其工作人员廉洁从

业实施细则》（中基

协字〔2020〕30号） 

该细则主要规定了基金经营机构的廉洁从业内控

要求和基金从业人员主要业务廉洁从业要求。 

http://www.csrc.gov.cn/zjhpublic/zjh/200804/t20080418_14493.htm
http://www.csrc.gov.cn/zjhpublic/zjh/200804/t20080418_14493.htm
https://www.amac.org.cn/businessservices_2025/managementofemployees/jobexamination/cyks_kszd/201507/t20150724_4227.html
https://www.amac.org.cn/businessservices_2025/managementofemployees/jobexamination/cyks_kszd/201507/t20150724_4227.html
https://www.amac.org.cn/governmentrules/czxgf/zlgz/zlgz_cyry/zlgz_cyry_xwgf/201912/t20191222_7708.html
https://www.amac.org.cn/governmentrules/czxgf/zlgz/zlgz_cyry/zlgz_cyry_xwgf/201912/t20191222_7708.html
https://www.amac.org.cn/governmentrules/czxgf/zlgz/zlgz_cyry/zlgz_cyry_xwgf/202003/t20200313_7710.html
https://www.amac.org.cn/governmentrules/czxgf/zlgz/zlgz_cyry/zlgz_cyry_xwgf/202003/t20200313_7710.html
https://www.amac.org.cn/governmentrules/czxgf/zlgz/zlgz_cyry/zlgz_cyry_xwgf/202003/t20200313_77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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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关于基金从业人

员资格管理实施有

关事项的通知》（中

基协字〔2017〕100

号） 

该通知主要介绍了不同机构类型及不同业务类型

基金从业人员进行从业资格注册时对应适用的考

试科目组合。 

6 

《关于台湾同胞在

大陆申请基金从业

资格有关事项的公

告 》（ 中 基 协 发

〔2018〕3 号） 

该公告主要介绍了已获取台湾地区证券投信投顾

等业务资格的台湾同胞在大陆注册基金从业资格

的申请条件、流程及资质管理要求。 

7 

《关于开展基金销

售机构基金从业人

员资格注册管理的

通知》（中基协字

〔2019〕131 号） 

该通知主要介绍了基金销售机构对于销售人员注

册基金从业资格的管理职责、基金销售人员从业资

格注册管理方式及流程。 

8 

《关于不再组织基

金从业资格证书年

检的通知》（中基协

字〔2019〕8号） 

该通知主要介绍了不再组织基金从业人员资格证

书年检，各基金经营机构应当切实做好基金从业人

员管理，不断提升从业人员守法合规意识和专业化

素养。 

9 

私募基金登记备案

相关问题解答（九）、

（十一） 

两项解答主要介绍了私募基金管理人高级管理人

员适用的基金从业资格认定的申请条件、方式及材

料要求等。 

10 

《关于加强基金从

业人员后续职业培

训管理的通知》（中

该通知主要介绍了对基金从业人员后续培训的要

求，包括后续培训学时要求，机构对所属从业人员

后续培训的管理责任和要求，后续培训学时豁免形

http://www.amac.org.cn/businessservices_2025/managementofemployees/qualificationmanagement/zggl_ryglzd/201706/t20170626_4290.html
http://www.amac.org.cn/businessservices_2025/managementofemployees/qualificationmanagement/zggl_ryglzd/201706/t20170626_4290.html
http://www.amac.org.cn/businessservices_2025/managementofemployees/qualificationmanagement/zggl_ryglzd/201706/t20170626_4290.html
http://www.amac.org.cn/businessservices_2025/managementofemployees/qualificationmanagement/personnelmanagementan/201805/t20180531_4260.html
http://www.amac.org.cn/businessservices_2025/managementofemployees/qualificationmanagement/personnelmanagementan/201805/t20180531_4260.html
http://www.amac.org.cn/businessservices_2025/managementofemployees/qualificationmanagement/personnelmanagementan/201805/t20180531_4260.html
http://www.amac.org.cn/businessservices_2025/managementofemployees/qualificationmanagement/personnelmanagementan/201805/t20180531_4260.html
http://www.amac.org.cn/businessservices_2025/managementofemployees/qualificationmanagement/personnelmanagementan/201903/t20190326_4269.html
http://www.amac.org.cn/businessservices_2025/managementofemployees/qualificationmanagement/personnelmanagementan/201903/t20190326_4269.html
http://www.amac.org.cn/businessservices_2025/managementofemployees/qualificationmanagement/personnelmanagementan/201903/t20190326_4269.html
http://www.amac.org.cn/businessservices_2025/managementofemployees/qualificationmanagement/personnelmanagementan/201903/t20190326_4269.html
http://www.amac.org.cn/businessservices_2025/managementofemployees/qualificationmanagement/personnelmanagementan/201901/t20190114_4268.html
http://www.amac.org.cn/businessservices_2025/managementofemployees/qualificationmanagement/personnelmanagementan/201901/t20190114_4268.html
http://www.amac.org.cn/businessservices_2025/managementofemployees/qualificationmanagement/personnelmanagementan/201901/t20190114_4268.html
http://www.amac.org.cn/businessservices_2025/managementofemployees/qualificationmanagement/personnelmanagementan/201605/t20160517_4238.html
http://www.amac.org.cn/businessservices_2025/managementofemployees/qualificationmanagement/personnelmanagementan/201605/t20160517_4238.html
http://www.amac.org.cn/businessservices_2025/managementofemployees/qualificationmanagement/personnelmanagementan/201609/t20160913_4241.html
https://www.amac.org.cn/businessservices_2025/managementofemployees/personneltraining/rypx_pxzd/202003/t20200325_7383.html
https://www.amac.org.cn/businessservices_2025/managementofemployees/personneltraining/rypx_pxzd/202003/t20200325_7383.html
https://www.amac.org.cn/businessservices_2025/managementofemployees/personneltraining/rypx_pxzd/202003/t20200325_738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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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协字〔2018〕437

号） 

式，以及后续培训学时完成情况检查等。 

11 

《关于进一步调整

基金从业人员后续

职业培训收费标准

的公告》（中基协发

〔2020〕2 号） 

该通知主要介绍了远程培训系统收费标准为 10 元

/学时；当机构及团体一次性购买达 1200 学时，远

程培训收费优惠为 8元/学时。 

 

 

表 1-2  投资管理人员注册登记管理主要规章及自律规则等 

概览 

序号 文件全称 内容简介 

1 

《证券投资基金行

业高级管理人员任

职管理办法》（证监

会令第 23 号） 

该办法主要规定了证券投资基金行业的高级管理

人员、董事、基金经理等人员的任职条件、基本行

为规范及监督管理要求。 

2 

《基金管理公司投

资管理人员管理指

导意见》（证监会公

告〔2009〕3号） 

该意见主要规定了公募基金管理机构对投资管理

人员的内控要求及投资管理人员的基本行为规范。 

3 

《关于重新发布和

实施〈基金经理注册

登记规则〉有关事项

的通知》（中基协发

〔2012〕7 号） 

该规则及其发布通知主要规定了公募基金经理进

行注册、变更和注销的条件、流程及材料要求等。 

https://www.amac.org.cn/businessservices_2025/managementofemployees/personneltraining/rypx_pxzd/202004/t20200427_8534.html
https://www.amac.org.cn/businessservices_2025/managementofemployees/personneltraining/rypx_pxzd/202004/t20200427_8534.html
https://www.amac.org.cn/businessservices_2025/managementofemployees/personneltraining/rypx_pxzd/202004/t20200427_8534.html
https://www.amac.org.cn/businessservices_2025/managementofemployees/personneltraining/rypx_pxzd/202004/t20200427_8534.html
https://neris.csrc.gov.cn/falvfagui/rdqsHeader/mainbody?navbarId=3&secFutrsLawId=22f6c971d2384dc7a338a2dead06d5dc&body=
https://neris.csrc.gov.cn/falvfagui/rdqsHeader/mainbody?navbarId=3&secFutrsLawId=22f6c971d2384dc7a338a2dead06d5dc&body=
https://neris.csrc.gov.cn/falvfagui/rdqsHeader/mainbody?navbarId=3&secFutrsLawId=22f6c971d2384dc7a338a2dead06d5dc&body=
https://neris.csrc.gov.cn/falvfagui/rdqsHeader/mainbody?navbarId=3&secFutrsLawId=22f6c971d2384dc7a338a2dead06d5dc&body=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G00306201/200904/t20090415_100776.htm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G00306201/200904/t20090415_100776.htm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G00306201/200904/t20090415_100776.htm
https://www.amac.org.cn/governmentrules/czxgf/zlgz/zlgz_cyry/zlgz_cyry_zzgl/201912/t20191222_7702.html
https://www.amac.org.cn/governmentrules/czxgf/zlgz/zlgz_cyry/zlgz_cyry_zzgl/201912/t20191222_7702.html
https://www.amac.org.cn/governmentrules/czxgf/zlgz/zlgz_cyry/zlgz_cyry_zzgl/201912/t20191222_7702.html
https://www.amac.org.cn/governmentrules/czxgf/zlgz/zlgz_cyry/zlgz_cyry_zzgl/201912/t20191222_77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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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金经理兼任私

募资产管理计划投

资经理工作指引（试

行）》（中基协字

〔2020〕55 号） 

该指引主要规定了公募基金管理机构中公募基金

兼任私募资产管理计划投资经理的条件、内控要求

及进行备案的材料要求等。 

5 

《关于基金经理证

券投资基金法律知

识考试有关事项的

通知》（中基协发

〔2012〕20 号） 

该通知主要介绍了基金经理证券投资法律知识考

试的考试对象、报名条件及报名考试流程。 

6 

《关于基金中基金

（FOF）的基金经理

注册登记有关事项

的通知》（中基协字

〔2016〕134 号） 

该通知主要介绍了基金中基金（FOF）的基金经理

注册登记的条件、流程及材料要求等。 

7 

《关于养老目标证

券投资基金的基金

经理注册登记有关

事项的通知》（中基

协字〔2018〕29号） 

该通知主要介绍了养老目标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

经理注册登记的条件、流程及材料要求等。 

8 

《关于证券公司从

事大集合产品管理

业务相关人员资质

管理的通知》（中基

协字〔2019〕208号） 

该通知主要介绍了证券公司从事大集合产品管理

业务相关人员进行资质管理的考试和注册登记备

案的条件、流程及材料要求等。 

 

https://www.amac.org.cn/businessservices_2025/managementofemployees/qualificationmanagement/zggl_ryglzd/202005/t20200528_9509.html
https://www.amac.org.cn/businessservices_2025/managementofemployees/qualificationmanagement/zggl_ryglzd/202005/t20200528_9509.html
https://www.amac.org.cn/businessservices_2025/managementofemployees/qualificationmanagement/zggl_ryglzd/202005/t20200528_9509.html
https://www.amac.org.cn/businessservices_2025/managementofemployees/qualificationmanagement/zggl_ryglzd/202005/t20200528_9509.html
https://www.amac.org.cn/aboutassociation/gyxh_xhdt/xhdt_xhtz/201212/t20121227_1252.html
https://www.amac.org.cn/aboutassociation/gyxh_xhdt/xhdt_xhtz/201212/t20121227_1252.html
https://www.amac.org.cn/aboutassociation/gyxh_xhdt/xhdt_xhtz/201212/t20121227_1252.html
https://www.amac.org.cn/aboutassociation/gyxh_xhdt/xhdt_xhtz/201212/t20121227_1252.html
https://www.amac.org.cn/governmentrules/czxgf/zlgz/zlgz_gmjj/zlgz_gmjj_cyry/201912/t20191222_7599.html
https://www.amac.org.cn/governmentrules/czxgf/zlgz/zlgz_gmjj/zlgz_gmjj_cyry/201912/t20191222_7599.html
https://www.amac.org.cn/governmentrules/czxgf/zlgz/zlgz_gmjj/zlgz_gmjj_cyry/201912/t20191222_7599.html
https://www.amac.org.cn/governmentrules/czxgf/zlgz/zlgz_gmjj/zlgz_gmjj_cyry/201912/t20191222_7599.html
https://www.amac.org.cn/governmentrules/czxgf/zlgz/zlgz_cyry/zlgz_cyry_zzgl/202003/t20200313_7704.html
https://www.amac.org.cn/governmentrules/czxgf/zlgz/zlgz_cyry/zlgz_cyry_zzgl/202003/t20200313_7704.html
https://www.amac.org.cn/governmentrules/czxgf/zlgz/zlgz_cyry/zlgz_cyry_zzgl/202003/t20200313_7704.html
https://www.amac.org.cn/governmentrules/czxgf/zlgz/zlgz_cyry/zlgz_cyry_zzgl/202003/t20200313_7704.html
https://www.amac.org.cn/businessservices_2025/managementofemployees/qualificationmanagement/zggl_ryglzd/201904/t20190408_4287.html
https://www.amac.org.cn/businessservices_2025/managementofemployees/qualificationmanagement/zggl_ryglzd/201904/t20190408_4287.html
https://www.amac.org.cn/businessservices_2025/managementofemployees/qualificationmanagement/zggl_ryglzd/201904/t20190408_4287.html
https://www.amac.org.cn/businessservices_2025/managementofemployees/qualificationmanagement/zggl_ryglzd/201904/t20190408_4287.html


 

5 

 

9 

《关于证券期货经

营机构从事私募资

产管理业务投资经

理登记的通知》（中

基协字〔2019〕346

号） 

该通知主要介绍了证券期货经营机构中从事私募

资管业务投资经理的进行登记的条件、流程及材料

要求等。 

10 

《关于证券基金经

营机构债券投资交

易相关人员在协会

网站进行公示的通

知 》（ 中 基 协 字

〔2018〕526 号） 

该通知主要介绍了证券基金经营机构中从事债券

投资交易相关人员进行人员信息公示的机制和要

求等。 

11 

《关于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管理机构投

资管理人员投资业

绩填报有关事项的

通知》（中基协字

〔2018〕11 号） 

该通知主要介绍了证券类私募基金管理人中投资

管理人员进行投资业绩填报的流程及材料要求等。

有关进行填报的投资业绩具体范围可参见《证券期

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备案管理规范第 2

号-委托第三方机构提供投资建议服务》。 

 
 

 

 

 

  

https://www.amac.org.cn/businessservices_2025/managementofemployees/qualificationmanagement/zggl_ryglzd/201907/t20190702_4282.html
https://www.amac.org.cn/businessservices_2025/managementofemployees/qualificationmanagement/zggl_ryglzd/201907/t20190702_4282.html
https://www.amac.org.cn/businessservices_2025/managementofemployees/qualificationmanagement/zggl_ryglzd/201907/t20190702_4282.html
https://www.amac.org.cn/businessservices_2025/managementofemployees/qualificationmanagement/zggl_ryglzd/201907/t20190702_4282.html
https://www.amac.org.cn/businessservices_2025/managementofemployees/qualificationmanagement/personnelmanagementan/201812/t20181227_4267.html
https://www.amac.org.cn/businessservices_2025/managementofemployees/qualificationmanagement/personnelmanagementan/201812/t20181227_4267.html
https://www.amac.org.cn/businessservices_2025/managementofemployees/qualificationmanagement/personnelmanagementan/201812/t20181227_4267.html
https://www.amac.org.cn/businessservices_2025/managementofemployees/qualificationmanagement/personnelmanagementan/201812/t20181227_4267.html
https://www.amac.org.cn/businessservices_2025/managementofemployees/qualificationmanagement/personnelmanagementan/201812/t20181227_4267.html
https://www.amac.org.cn/businessservices_2025/managementofemployees/qualificationmanagement/personnelmanagementan/201812/t20181227_4267.html
https://www.amac.org.cn/businessservices_2025/managementofemployees/qualificationmanagement/zggl_ryglzd/201801/t20180119_4291.html
https://www.amac.org.cn/businessservices_2025/managementofemployees/qualificationmanagement/zggl_ryglzd/201801/t20180119_4291.html
https://www.amac.org.cn/businessservices_2025/managementofemployees/qualificationmanagement/zggl_ryglzd/201801/t20180119_4291.html
https://www.amac.org.cn/businessservices_2025/managementofemployees/qualificationmanagement/zggl_ryglzd/201801/t20180119_4291.html
https://www.amac.org.cn/businessservices_2025/managementofemployees/qualificationmanagement/zggl_ryglzd/201801/t20180119_429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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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 
 

1.考试介绍 

2013 年 6月 1 日修订后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

资基金法》，规定基金从业人员应当具备基金从业资格，并授

权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组织基金从业人员的从业考试、

资质管理和业务培训。2015 年 1月底财政部、国家发改委下

发了《关于重新发布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事业性收

费项目的通知》（财税〔2015〕20号），明确了中国证券投资

基金业协会组织基金从业人员资格考试的收费项目。中国证

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于 2015 年 9 月首次启动基金从业人员资

格考试。 

 

2.如何选择考试科目——考试科目设置与选择 

基金从业人员资格考试包含三个科目： 

考试科目 
考试

时间 

题目 

数量 

合格

分数 

考试

形式 

科目一：基金法律法规、职业道德与

业务规范 

120 

分钟 

100道 

单选题 

（每题 

1分） 

60分 

 

闭卷 

机考 

科目二：证券投资基金基础知识 

科目三：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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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从业人员根据所从事的业务类型，参照下表选择参

加考试科目： 

从事的业务类型 需要通过的考试科目 

公募基金管理 科目一《基金法律法规、职业道德

与业务规范》和科目二《证券投资基金

基础知识》； 
基金托管 

私募基金管理 科目一《基金法律法规、职业道德

与业务规范》和 

科目二《证券投资基金基础知识》

或科目三《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基础知

识》 

 

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 

基金销售、销售支付、份额登记、估

值、投资顾问、评价、信息技术系统

服务等基金服务 

根据中国中央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签署的《内地与香

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中国证监会与香港证

监会确定了《与证券及期货人员资格有关的安排》，持有香港

证监会颁布的第 4（就证券提供意见）/9（提供资产管理）

类金融牌照的香港专业人员
1
在内地从事基金业务，仅需通过

科目一《基金法律法规、职业道德与业务规范》考试，无需

参加专业知识考试。  

根据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布的《关于促进两岸经济

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国台发〔2018〕1 号），已获取

台湾证券投信投顾业务员/证券投资分析人员/证券商高级

业务员/信托业业务人员或高级金融管理师（AFMA）资格的台

湾同胞在内地从事基金业务，仅需通过科目一《基金法律法

                   
1 持有或曾于最近三年内持有香港证监会发出相关牌照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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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职业道德与业务规范》考试，无需参加专业知识考试。

有关台湾同胞在大陆注册基金从业资格的申请条件、流程及

资质管理要求可点击协会网站“从业人员管理—>资格管理

—>人员管理公告”栏目，参阅《关于台湾同胞在大陆申请基

金从业资格有关事项的公告》。 

 

3.如何进行备考——考试大纲与考试教材 

3.1 考试大纲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根据各科目最新修订版考试

大纲组织考试，大纲知识点分“掌握、理解、了解”三个层

次，建议考生对照考试大纲阅读考试教材分层次学习考试内

容，科学备考。具体大纲内容可详见协会网站“从业人员管

理—>从业考试—>考试大纲”栏目，参阅《关于发布《基金

从业资格考试大纲（2020年度修订）》的通知》。 

3.2 考试教材 

科目一和科目二考试所用教材为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

协会组编的《证券投资基金》（第二版），分为上下两册，由

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科目三考试所用教材为中国证券投资

基金业协会组编的《股权投资基金》，由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不举办考前培训，不出版考试

辅导材料，也从未授权任何机构及个人举办相关培训或出版

相关辅导材料。考试教材介绍可点击协会网站“从业人员管

理—>从业考试—>考试教材介绍”栏目，参阅《基金从业资

格考试统编教材介绍》。 

 

https://www.amac.org.cn/businessservices_2025/managementofemployees/qualificationmanagement/personnelmanagementan/201805/t20180531_4260.html
https://www.amac.org.cn/businessservices_2025/managementofemployees/qualificationmanagement/personnelmanagementan/201805/t20180531_4260.html
https://www.amac.org.cn/businessservices_2025/managementofemployees/jobexamination/examinationsyllabus/201907/t20190705_4142.html
https://www.amac.org.cn/businessservices_2025/managementofemployees/jobexamination/examinationsyllabus/201907/t20190705_4142.html
https://www.amac.org.cn/businessservices_2025/managementofemployees/jobexamination/examinationsyllabus/202009/t20200916_10085.html
https://www.amac.org.cn/businessservices_2025/managementofemployees/jobexamination/examinationsyllabus/202009/t20200916_10085.html
https://www.amac.org.cn/businessservices_2025/managementofemployees/jobexamination/orderingoftestmaterials/
https://www.amac.org.cn/businessservices_2025/managementofemployees/jobexamination/orderingoftest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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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如何了解考试安排和进行考试报名 

4.1 考试计划与考试公告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每年年底在协会网站发布次

年考试计划，公告次年全国统一考试、预约式考试的举办时

间、地点、开考城市等。每次考试的报名时间、考试时间、

准考证打印时间和考试地点等以协会网站、微信公众号发布

的当期考试公告为准，可点击协会网站“从业人员管理—>从

业考试—>考试公告”栏目，参阅每年度基金从业人员资格

考试计划发布通知及相关考试公告。 

4.2 考试报名流程 

报名方式采取网上报名，考生可以选择个人报名或通过

所在机构进行集体报名。考生报名时请注意阅读协会关于基

金从业资格考试的特别公告。报名地址可点击协会网站“从

业人员管理—>从业考试—>考试报名”栏目或直接点击基

金从业资格考试报名网站： 

（http://baoming.amac.org.cn:10080）。 

 

5.如何查询考试成绩 

考试成绩可于考试结束 7 个工作日后进行查询，考生可

https://www.amac.org.cn/businessservices_2025/managementofemployees/jobexamination/examinationnotice/
https://www.amac.org.cn/businessservices_2025/managementofemployees/jobexamination/examinationnotice/
http://baoming.amac.org.cn:10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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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登录基金从业资格考试报名网站查询成绩或通过协会

网站“从业人员管理—>从业考试—>考试成绩查询”栏目查

询，及下载成绩合格证书。考生对考试成绩有异议的，可在

成绩公布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申请成绩复核服务，超过规

定时间不予受理。协会自受理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予以处

理。 

 

6.考试纪律要求与违纪处理 

诚信是基金行业立业之本，基金从业资格考试是行业人

员诚信记录的起点，为营造诚实守信、公平有序的从业环境，

参加考试人员需要从遵守考试纪律做起，珍视自己的诚信档

案，提高职业道德水平和合规意识。 

在基金从业资格考试中参加考试人员发生违规违纪的，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等相关规定，暂停

或取消其从业资格。违纪违规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

安管理处罚法》的，由公安机关进行处理；构成犯罪的，根

据《刑法》有关规定，由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并追究其刑事责

任。考试纪律要求详细内容与违纪处理的具体情形可点击协

会网站“从业人员管理—>从业考试—>考试制度”栏目，参

阅《基金从业资格考试管理办法（试行）》。 

 

  

https://www.amac.org.cn/businessservices_2025/managementofemployees/jobexamination/cyks_kszd/201507/t20150724_422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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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从业人员资格管理 
 

1.基金从业资格介绍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规定基金从业人员

应当具备基金从业资格，并授权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组

织基金从业人员进行资质管理。基金行业机构负责本机构从

业人员资格管理工作。从业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

恪守职业道德和行为规范，在从事基金业务前应通过所在机

构向协会申请注册基金从业资格，从业期间个人信息发生变

化及时更新，不再从事基金业务活动后通过所在机构向协会

进行离职离任备案。 

 

2.机构如何开展从业人员资格管理工作 

2.1 从业人员资格管理工作的内容 

基金行业机构从业人员资格管理工作内容主要包括：从

业资格注册、后续职业培训管理、从业人员信息更新、诚信

信息管理以及离职离任备案。 

各机构内部应指定资格管理员负责本机构从业资格管

理工作。大型机构（如商业银行、证券公司等）在基金从业

人员管理平台可以向下逐级设置 4级机构及分支机构资格管

理员。详细操作介绍可点击基金从业人员管理平台

（human.amac.org.cn）首页，参阅《从业人员管理系统机构

用户操作介绍》。 

2.2 机构资格管理员职责 

各级机构资格管理员代表所在机构行使以下职责： 

file:///C:/Users/zhangrong/AppData/Roaming/iWebOffice/human.amac.org.cn
https://human.amac.org.cn/web/libs/orgManual.pdf
https://human.amac.org.cn/web/libs/orgManu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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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使用从业人员管理平台并对本机构的账号和密码

进行管理； 

（2）负责本机构从业人员个人基本信息、岗位信息、诚

信信息、离职离任情况以及从业资格管理有关材料的审核，

确保信息和资料真实、完整、有效，并按规定对上述资料留

档保存； 

（3）为本机构从业人员提供有关从业资格管理的咨询

服务； 

（4）保持与协会的日常联系； 

（5）协助协会开展从业资格管理有关检查。 

 

3.如何进行从业资格注册 

3.1 从业资格注册条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业从业

人员资格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4号）等规定，从业人员在

从事基金业务活动前应注册取得基金从业资格，申请注册基

金从业资格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1）通过从业资格考试；  

（2）已被机构聘用； 

（3）最近三年未受到刑事处罚； 

（4）未被金融监督管理机构和行业自律组织采取禁入

措施，或者禁入期已满； 

（5）品行端正，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6）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条件。 

通过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组织的相关科目考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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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年内可以通过所在机构向协会申请基金从业资格注册。

超过四年未通过机构申请基金从业资格注册的，需在注册前

补齐最近两年的规定后续培训学时或重新参加基金从业人

员资格考试。具体注册实施安排介绍可点击协会网站“从业

人员管理—>资格管理—>人员管理公告”栏目，参阅《关于

基金从业人员资格管理实施有关事项的通知》。 

3.2 从业资格注册流程 

从业人员从事基金业务活动前，应由所在机构资格管理

员通过从业人员管理平台为其开设个人账户，通过其个人账

户填写个人信息申请注册基金从业资格。机构（资格管理员）

对个人填报的注册信息进行审核。从业资格注册详细操作介

绍可点击基金从业人员管理平台首页，参阅《从业人员管理

系统个人用户操作介绍》。 

 

4.如何进行从业人员信息更新 

从业人员在任职期间，个人基本信息、身份信息、从业

岗位信息、诚信信息发生变化，应及时向所在机构报告，并

在从业人员管理平台相应更新上述信息。机构资格管理员在

知悉本机构从业人员个人信息发生变化的，应及时审核从业

人员提交的信息更新。从业人员信息更新详细操作介绍可点

击基金从业人员管理平台首页，参阅《从业人员管理平台常

见问题解答》。 

 

5.如何查询从业资格注册公示信息 

从业人员完成从业资格注册后，从业资格信息将由中国

https://www.amac.org.cn/businessservices_2025/managementofemployees/qualificationmanagement/personnelmanagementan/201706/t20170626_4251.html
https://www.amac.org.cn/businessservices_2025/managementofemployees/qualificationmanagement/personnelmanagementan/201706/t20170626_4251.html
https://human.amac.org.cn/web/libs/userManual.pdf
https://human.amac.org.cn/web/libs/userManual.pdf
https://human.amac.org.cn/web/libs/FAQ.pdf
https://human.amac.org.cn/web/libs/FAQ.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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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在协会网站进行公示。公示内容包括从

业人员姓名、从业机构、资格注册及变更记录、诚信记录和

异常标识信息等。对公示信息有异议的，协会予以核实，并

督促机构更新公示信息。从业资格注册公示信息可点击协会

网站“信息公示—>从业人员公示—>基金从业人员信息公示”

栏目进行查询。 

 

6.如何进行离职离任备案 

从业人员不再从事基金业务活动的，或者不再具备从业

资格注册条件的，应联系所在机构资格管理员通过从业人员

管理平台为其进行离职离任备案，注销基金从业资格。 机构

（资格管理员）应当在上述情形发生后及时办理离职离任备

案。详细操作指南请登录基金从业人员管理平台首页，点击

《从业人员管理系统机构用户操作介绍》了解。 

 

 

 

 

 

 

 

  

https://human.amac.org.cn/web/libs/orgManual.pdf


 

15 

 

第四章 投资管理人员注册登记管理 
 

1.投资管理人员注册登记管理介绍 

根据《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员管理指导意见》（证监

会公告〔2009〕3 号）规定，对公募基金管理人实施基金经

理注册登记；根据《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

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51 号)规定，对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实

施投资经理登记；根据《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

划运作管理规定》（证监会公告〔2018〕131号）等规定，由

私募基金管理人投资管理人员对投资业绩进行填报。 

 

2.公募基金管理人如何进行基金经理注册登记 

2.1 公募基金经理注册登记 

根据《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员管理指导意见》（证监

会公告〔2009〕3号）规定，公募基金管理人聘任、解聘基金

经理的，应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申请基金经理任职注

册、变更注册或离职注销。基金经理注册登记条件、申请材

料及流程等详细介绍请点击协会网站“从业人员管理—>资

格管理—>人员管理制度”栏目参阅《基金经理注册登记规

则》等。 

拟任基金经理申请注册的，或已办理基金经理离职注销

手续后再次申请基金经理注册的应参加基金经理证券投资

法律知识考试。考试内容主要涉及证券投资管理方面的法律

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发布的有关

基金投资、估值的其他规范性文件和自律规则。考试大纲内

https://www.amac.org.cn/businessservices_2025/managementofemployees/qualificationmanagement/zggl_ryglzd/201212/t20121221_4284.html
https://www.amac.org.cn/businessservices_2025/managementofemployees/qualificationmanagement/zggl_ryglzd/201212/t20121221_428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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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请点击协会网站“从业人员管理—>资格管理—>人员管理

制度栏目”参阅《基金经理证券投资法律知识考试大纲

（2018 年 3月更新）》。 

2.2 证券公司大集合投资管理人员资质管理 

根据《证券公司大集合资产管理业务适用<关于规范金

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操作指引》（证监会公告

〔2018〕39号）规定，对于具有公募基金管理资格的证券公

司，其投资主办人员应按规定办理基金经理注册；未取得公

募基金管理资格的证券公司，其投资主办人员应通过基金经

理证券投资法律知识考试。相关人员资质管理有关事项详细

介绍请点击协会网站“从业人员管理—>资格管理—>人员管

理制度”栏目参阅《关于证券公司从事大集合产品管理业务

相关人员资质管理的通知》。 

 

3.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如何进行投资经理登记 

根据《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

（证监会令第 151 号）、《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

划备案管理办法（试行）》（中基协发〔2019〕4号）等规定，

证券期货经营机构从事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的投资经理应在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进行登记，投资经理登记公示信息

接受社会监督。投资经理登记条件、登记材料及登记流程等

详细介绍请点击协会网站“从业人员管理—>资格管理—>人

员管理制度”栏目参阅《关于证券期货经营机构从事私募资

产管理业务投资经理登记的通知》。 

 

https://www.amac.org.cn/businessservices_2025/managementofemployees/qualificationmanagement/zggl_ryglzd/201803/P020191231592416765122.doc
https://www.amac.org.cn/businessservices_2025/managementofemployees/qualificationmanagement/zggl_ryglzd/201803/P020191231592416765122.doc
https://www.amac.org.cn/businessservices_2025/managementofemployees/qualificationmanagement/zggl_ryglzd/201904/t20190408_4287.html
https://www.amac.org.cn/businessservices_2025/managementofemployees/qualificationmanagement/zggl_ryglzd/201904/t20190408_4287.html
https://www.amac.org.cn/businessservices_2025/managementofemployees/qualificationmanagement/zggl_ryglzd/201907/t20190702_4282.html
https://www.amac.org.cn/businessservices_2025/managementofemployees/qualificationmanagement/zggl_ryglzd/201907/t20190702_428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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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私募基金管理人如何进行投资业绩填报 

根据《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运作管理规

定》（证监会公告〔2018〕13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

人会员信用信息报告工作规则（试行）》等规定，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管理人为证券基金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

提供投资顾问服务的，应按照规定对其投资管理人员的历史

投资业绩进行填报，填报内容应确保真实、准确、有效。投

资业绩等执业信息作为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机构会员信

用信息报告重要内容将按季度更新。填报内容及流程可点击

协会网站“从业人员管理—>资格管理—>人员管理制度”栏

目参阅《关于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机构投资管理人员投资

业绩填报有关事项的通知》。 

 

  

https://www.amac.org.cn/businessservices_2025/managementofemployees/qualificationmanagement/zggl_ryglzd/201801/t20180119_4291.html
https://www.amac.org.cn/businessservices_2025/managementofemployees/qualificationmanagement/zggl_ryglzd/201801/t20180119_429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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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基金从业人员后续职业培训 
 

1.后续职业培训介绍 

基金从业人员应当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

法》及其他各类法律法规、自律规则和基本业务规范，遵循

职业道德，掌握基金投资、运作和销售等专业知识，了解创

新业务、理论与技术前沿，并根据新业务、新形势及时更新

技术知识和专业技能。基金从业人员在从事基金业务活动期

间，应持续进行后续职业培训，通过职业道德教育、案例警

示以及专业技能培训，提升从业人员的合规诚信意识和专业

水平。 

 

2.后续职业培训要求 

根据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基金从业人员资格管理

及后续职业培训相关规定，已经取得基金从业资格或基金销

售业务资格的人员自注册第二年起，每年度应完成不少于 15

学时的后续职业培训，其中职业道德培训不少于 5 学时。 

从业人员应当于 12月 31日前完成当年的后续职业培训

要求学时。当年度未按时完成，至次年 6 月 30 日前仍未补

齐的，将对相关人员进行异常标示并对外公示；连续三年未

完成的将采取“取消基金从业资格”的自律措施。后续职业

培训详细要求可点击协会网站“从业人员管理—>后续培训

—>培训制度”栏目，参阅《关于加强基金从业人员后续职业

培训管理的通知》。 

 

https://www.amac.org.cn/businessservices_2025/managementofemployees/personneltraining/rypx_pxzd/202003/t20200325_7383.html
https://www.amac.org.cn/businessservices_2025/managementofemployees/personneltraining/rypx_pxzd/202003/t20200325_738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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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何选择培训内容——培训内容与形式介绍 

后续职业培训的内容主要包括法律规范、职业道德、专

业技能等，具体包括： 

（1）法律法规涵盖行业法律框架、相关法律法规主要内

容、出台背景及立法的实质精神； 

（2）职业道德涵盖行业文化建设、诚信意识教育、廉洁

从业及执业规范等； 

（3）专业技能培训涵盖基金投资管理、基金运作管理、

基金托管与销售、私募基金管理等。 

后续职业培训大纲详细内容可点击协会网站“从业人员

管理—>后续培训—>培训制度”栏目，参阅《关于发布〈基

金从业人员后续职业培训大纲（2015）〉的通知》。 

 

4.如何选择培训形式 

后续职业培训的形式分为面授培训和远程培训。 

（1）面授培训：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面向基金行业

机构和从业人员定期征集培训需求，广泛与金融监管部门、

地方协会以及境内外各类知名机构合作，在行业机构集中的

国内主要城市组织进行面授培训，切实践行服务行业的宗旨，

促进行业贯彻落实有关行业监管的各项法律法规，拓展国际

视野，培训内容覆盖基金行业各主要业务环节。 

（2）远程培训：为便利从业人员以线上形式进行后续职

业培训，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建设有基金从业人员远程

培训系统（peixun.amac.org.cn）。基金从业远程培训系统中

的培训内容构建了涵盖七大模块和十二个专题的课程体系。 

https://www.amac.org.cn/businessservices_2025/managementofemployees/personneltraining/trainingbulletin/201511/t20151113_4232.html
https://www.amac.org.cn/businessservices_2025/managementofemployees/personneltraining/trainingbulletin/201511/t20151113_4232.html
file://///zd-nas-02/individual/wangwzh/特别节目/官方指南/指南素材/peixun.amac.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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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业人员可以自行选择参加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组织的面授及远程培训，也可以参加协会普通会员组织的面

授及远程培训，以及协会特别会员的地方协会组织的面授培

训。 

 

5.如何了解培训安排与培训报名——面授培训计划与

培训通知介绍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每年一季度在协会网站发布

当年度面授培训计划。针对行业最新相关法规、配套规则发

布，根据行业机构和从业人员反映的培训需求，在年度面授

培训计划外组织专场面授培训。每次面授培训的报名时间、

举办时间、地点及培训简介等以培训通知的形式在协会网站、

微信公众号等发布，获取面授培训通知可点击协会网站“从

业人员管理—>后续培训—>培训公告”栏目。面授报名流程

见下图： 

图 1：面授报名流程图 

 

6.如何查询培训完成情况 

机构资格管理员可登录基金从业人员管理平台后点击

“学时管理”查询本机构从业人员培训完成情况。 

从业人员可以通过点击协会网站“从业人员管理—后续

登陆从业人
员系统

培训报名

填写发票
信息

在线支付

现场签到

参加培训

http://person.amac.org.cn/pages/yearcheck/tran-hours-ou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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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培训学时查询”输入证件号码查询个人培训完成情况。 

 

 

 

 

 

 

 

 

 

 

 

 

http://person.amac.org.cn/pages/yearcheck/tran-hours-out.html

